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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全面·新鲜豫豫开放开放 愈愈出彩出彩

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议明确，我们要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围绕产业链、瞄准新
兴产业，突出招大引强，提高专业化招商水平，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从各地实践来看，正是因
为全省各地围绕主导产业，积极延链补链，注重引进带动力强的项目，才有了多个项目落地开花
并发展成多个产业基地的良好局面，也积极促进并形成回稳向好发展态势不断拓展的今天。

围绕主导产业“引凤凰”，河南各地精绘“招商图谱”

实现高质量发展，对河南传统产业优势
的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的强化以及战略
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布局，提出了更高更
紧迫要求。在此背景下，河南各地结合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规划了招商引资重点产业，编
制了产业链招商图谱，制订了一揽子“引得凤
凰来”的招商行动计划。

记者梳理发现，省会郑州从 2019 年至
今招商引资亮点频出，上汽、紫光、阿里、华
为——每一个项目落地，均博得众多期待。
从生产端、服务端、研发端发力，依托龙头项
目建链延链补链强链，加速构建集聚集群态
势，围绕电子信息产业链落地了富泰华5G手
机精密机构件等 33个项目，围绕数字产业链
集聚了紫光智慧计算终端全球总部、中软国
际“中原数字总部”基地等42个项目。

洛阳依托雄厚产业基础，做大做强先进
装备制造、新材料、高端石油化工、电子信息、
旅游 5大主导产业，积极培育机器人及智能
制造、新能源、生物制药、现代物流、电子商
务、金融 6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文化、科技
服务、牡丹、健康养老、高效农业 5大特色产
业，形成“565”现代产业体系，并编制了产业
招商图谱。

许昌明确新能源及网联汽车产业、智能
电力装备产业、节能环保装备和服务产业、高
纯硅材料产业、5G产业、工业机器人产业、再
生金属及制品产业、现代生物和生物健康产

业等 9大重点新兴产业，制订了招商引资和
对德合作三年行动计划。项目上成功引进百
菲萨年回收 11万吨电炉炼钢除尘灰项目、欧
绿保餐厨垃圾处理项目；河南金汇集团与德
国汉高集团签订无硝酸酸洗和新型酸回收技
术工业化集成合作项目，许昌远东传动轴公
司与德国埃马克公司的机床设备引进及自动
化升级项目等。

安阳市确定了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高
端装备制造、精品钢及深加工、文化旅游 4大
千亿级主导产业，各县（市、区）依托各自产业
基础分别确定了2~3个主导产业。

濮阳市重点培育打造了石油化工、装备
制造、食品加工“三大”主导产业和现代家居、
羽绒及制品、生物基新材料“三专”特色产业。

漯河市结合自身食品产业基础精准绘制
了食品产业链招商图谱，先后签约落地嘉吉
年产 20万吨预混料、颐海海底捞调味料、台
湾福贞金属包装等一批重大项目，产业链、
价值链、供应链得到全部提升，食品产业年
营业收入占河南省的 1/6、全国的 1/60，麻
辣面制品、火腿肠、冷鲜肉单品产量“三个全
国第一”。

招商引资是河南经济工作的“生命
线”，产业项目建设是“一号工程”。号准了
经济发展的脉搏，河南便大有可为。在这
其中，河南各地一个个招商图谱的制定吹
响了招商引资“冲锋号”。

从“招商图谱”到项目落地，河南这样干

“招商图谱”的绘制，带来了河南各地在
细分领域市场竞争力的不断提升。但如何将
一张张精美的“图谱”落地成项目，则考验着
各地招商引资的“操盘手”们。

显然，河南各地已经进行了不少成功的
探索。据了解，对照“招商图谱”，各地根据实
际情况将项目分类、梳理自身资源和优势，或
主动出击开展精准招商，或领导带头促成项
目尽早落地。

具体来看，周口、信阳、驻马店市将招商
引资作为“天字号”工程、“一把手”工程，领导
带头招商、市县乡三级联动招商，开展以商招
商、驻地招商，招商引资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为工业基础薄弱地区招商引资积累了经验。

同时，领导带头外出招商成为常态。新
乡市委书记、市长 2019 年外出招商 20 余
次。安阳市各县（市、区）主要领导2019年累
计外出招商 226 次。濮阳市县级以上领导
2019年带队外出招商850余次。漯河市为落
户总投资 110亿元的涉及职业教育、智慧养
殖、高端食品加工、生物工程、文化旅游等产
业的华西希望集团全产业链项目，市委书记
亲自拜访，市县招商人员先后 100多人次来
往成都；同时，今年为最大限度减少疫情的影
响，漯河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 4月 20日就带
队赴江苏拜访相关生物科技独角兽企业。

三门峡市为拉长铝精深产业链，提升先
进制造业水平，结合上海宝武集团从钢铁产
业向铝加工产业延伸需求，引进投资 78亿元
的宝武铝业年产 60万吨铝精深加工项目；该
项目建成后，将填补民用航空型材领域国内
空白，摆脱美国对世界超大型航空用铝型材
市场的控制；为推动该项目落地，市委书记、
市长先后带队赴宝武集团总部进行 11轮磋
商，根据宝武集团尽职调查提出的 169项问
题进行一一答复，最终促成项目落地。

在此过程中，各地对招商引资服务跟踪工
作推进机制也更加完善。据记者了解，目前已
普遍建立了“月通报、季督导、半年观摩、年度考
核”。开封、安阳、商丘、驻马店等市对年度考核
先进单位给予100万~300万元资金奖励。濮
阳市、周口市建立了重大招商项目专班。

同时，积极推进专业招
商。安阳市通过设立专门机
构、增加招商编制、选聘专
业人员加强招商队伍建
设，仅安阳县就新设立 5
个专业招商局和 5个产业
服务中心，新增90名专业招
商人员。鹤壁市抽调4名县级
干部和 9名科级干部脱产参与
驻地招商，优先提拔成绩突出
者。开封市从全市干部中优选了
18名驻地双招双引专员，从开封
籍外地成功人士中聘请了 11名
招才招商大使，成立至今累计提
供有效信息 153 个，交办项目
144 个，签约项目 22个，总投
资 85亿元。信阳市依托 45
家龙头企业（产业集群）自
行绘制上下游产业链图
谱，规划建设 45个全产
业链专业园区。

这些成绩的取得，得
益于河南不拘一格的招
商方式和不断提升的
核心竞争力。河南有
着四通八达的交通
网络和优越的地理
位置。而势头强
劲、巧打招商引
资“牌”的中原，
也打出了河南
各 地 的 精 、
气、神。

战“疫”中河南招商不减速，大资本、小口罩都是引商入豫利器

河南推动“高水平开放”，招商引资服务体
制、机制创新，营商政策持续优化……

今年上半年，疫情突袭打乱了国内经济社
会的正常步伐，甚至诸多产业遭遇了“急冻”。
河南的计划不能停，办法也总比困难多。从3
月起，“线上招商”在省市两级政务部门纷纷启
动。

在郑州，组织2次网络集中签约，引进41
个项目、总投资678亿元；在洛阳，举办了第38
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投资贸易洽谈会线上招
商推介会，集中签约亿元以上项目81个，总投
资超过千亿元；在焦作，共签约5亿元以上项目
71个，涵盖高铁片区开发、民生社会领域、现代
服务业等；在新乡，上半年网上签约项目49个，
总投资近500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新乡长垣市是国内卫材基
地。在上半年战“疫”期间，该市为各类投资企
业及客商捐助口罩。一件件饱含问候和关切安
全的口罩快递，换得投资者对长垣并肩前行的
信任，送来新增投资103亿元，亿元以上签约项
目达30个。

客观来看，小口罩是张“亲情牌”，是特殊时
期下催化了亲和感。那么，“资本杠杆”则是河
南在招商引资实战中推出的新工具。

近年来，郑州市发挥1000亿元产
业基金撬动作用，依据项目潜力和成
熟度组建子基金，用市场化方式解
决了维信诺新一代显示屏项目（投
资额 130亿元）、合丰泰大尺寸
绿色电子纸显示项目（投资额
114亿元）等大个头项目落
地的资金难题。以航空港
区为例，由国有平台兴港
投资集团综合运用合资、

参股、委贷等多种资本运作方式，已成功引进郑
州合晶、华锐光电等一批填补“产业空白”的项
目，实现了产业资本双回报。

这并非孤例。在豫西的三门峡市，该市设
立产业发展基金，依托市国有企业推进股权投
资招商，先后落地中科芯集成电路与新材料应
用产业园、星能科技植物电池、猛狮科技高端锂
电池目，总投资近40亿元。此外，在开封兰考
县正大集团禽业养殖项目、固始县鑫达辉项目，
也是通过县财政注资投入项目建设，在项目建
成运营一定期限内，以税收返还或租赁回购的
方式，主动提供资本服务，既保证了国有资产不
流失，也推动了项目快速落地。

过往3年的实战积累，让河南人深知一个
道理：招商引资无定式，因势利导、资源匹配、解
决痛点才是关键。由此，各省辖市百花齐放、各
显神通。

如濮阳市，以市场换工业项目、以资源换
优势产业的模式，借助华能集团建设风电场机
遇，通过华能集团引进了美国通用集团风电制
造设备项目，通过一个招商项目实现三方合作
共赢。

如信阳固始县，设立根亲产业发展基金，
建立根亲文化融合产业园作为中介，为企业提
供全方位服务，已吸引50多家企业入驻，总产
值达到2300万元，纳税近100万元。

如安阳滑县，在外成功创业人士成功投资
2亿元的永发模塑项目、2亿元的秋葵种植加工
产业园项目、3亿元的唐宇仿古建筑材料项目。

总之，招商引资就像做一碗烩面，框定它
的新版厨艺流程和配料表，需从每个环节、每道
工序、每款食材去发现属于自己的机会。因材
施用、追求质量，最终呈现的才是色香味俱全，
换得一批批“新豫企”的投资者一字概括：中！

招商引资不是一锤子买卖，对“新豫企”服务常态化是关键

河南要实现高水平开放、高
质量发展，离不开营商环境的优化，

经济土壤中的养分、生产要素的匹配
度不断提档升级。但在根上，是构建
对新豫企公民的服务体系。在合法
合规的前提下，要听得懂它们的
发展需求，找得到解决办法。

贴近沟通，是河南人找到
的第一个办法。

在濮阳市南乐县产业
集聚区的河南星汉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星汉生物），王彬是这家企
业里的“特殊成员”。他的正

式工作是濮阳市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财务审计科科长，他的新
增工作，则是代表当地政务部
门深入企业做“首席服务
员”。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星汉生物在春节过后
停产一个多月，由2月24
日开始复工复产。王彬
到岗后，第一时间详细
了解复工复产存在问
题，为企业出主意、
想办法，推动企业
快速复工复产。
四个月来，他每
周至少到企业
服务一天，驻
企服务按时
在网上打

卡签到，每周向营商办报送工作台账。平时只
要企业有事，不管是节假日还是周末，都会第一
时间赶到现场。

截至 6月底，星汉生物复工、复产率均达
100%，产值稳步攀升，实现产值 5600万元。
这位“首席服务员”的积极工作、主动作为，赢得
了企业的好评。

不止濮阳，贴近企业、优化服务体系，河南
全省纷纷在行动。

如商丘，在全省率先实施了《优化营商环
境条例》，实行重点项目联审联批周例会、推进
城市重点项目建设周例会、服务企业五项工作
制度；如鹤壁，安排财政资金658万元用于开展
境外经贸活动，连续5年设立5000万元的新经
济产业扶持资金，支持京东“互联网＋”新经济
发展合作项目。如济源示范区，在全省率先推
出政务服务“秒批”模式，新开办企业只需4小
时，2019年获评“中国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示
范市”。

专人专事、贴近服务，是提升营商服务质
量的抓手之一。而要让拟投项目落得下、生根
发芽，仍需不断优化区域资源配置。

在郑州市，则大力开展闲置用地清理处置
行动，为招商引资项目保障土地近10万亩。与
此近似，在新乡、焦作、漯河等市，当地政府通过
收储同业用地或闲置厂房，打造出了一个个专
业项目园区，为之匹配省级创新平台、投容平
台、产业基金等，不断开垦出集聚性强、产业互
补性高的小区域“产业田园”。

招商引资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不断创新
的区域经济发展命题。

近三年，河南先后成功举办了河南（北京）
经贸合作项目推进会、河南省与长三角地区经
贸合作交流会、河南省与粤港澳大湾区经贸合
作交流会，组团参加了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博会
等重大招商引资活动，重点签约项目201个，总
投资1569.1亿元，成效明显。

此外，重点加强了与北京、广东、浙江、江
苏、上海、山东等发达省(市、区)的经济合作，以
上省(市、区)预计共注入我省资金达19837.0亿
元，占省外资金总额的70%左右。

这些知名项目缘何落地河南这些知名项目缘何落地河南
□本报记者 赵振杰

左上：疫情期间，新乡经
开区与新加坡丰树集团通过“不

见面”方式签约。
左下：疫情阻挡不了洛阳市招

商引资的步伐。
右上：我省“借”去年的东盟博览会

平台，举办专项交流洽谈会。
右下：去年跨境电商大会，我省组织了

专门的采购对接签约会。

格力电器、上汽集团、宝武

钢铁、恒大集团、比亚迪、北京首

创、中国电建、珠海银隆新能源、

阿里巴巴、华为——带动力强、

智能制造、新产业新业态……延

链补链强链，加速培育新兴产

业集群，这些项目的引进和落

地，将有力支撑河南经济社会

健康快速发展。

数据更能说明问题，2017

年~2019年，全省仅引进省外

资金项目就超过 15000个，合

同利用省外资金 68653.4 亿

元，累计实际到位28747.7亿

元，占全省固定资产的五分之一

左右。全省共引进合同省外资

金10亿元以上项目1371个，吸

引国内500强企业165家。

在大项目加速落地的今天，

透过这些项目及数据，我们不禁

要问，到底是哪些因

素导致这些项目

“青睐”河南、落

地河南，与河

南经济社会

共成长？

全省累计签约项目

2697个
总投资

1.21万亿元
保持了招商引资不停步、

招商力度不减弱

从投资来源和投资规模看

广东、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山东
为我省重点引资区域
共实际投资我省

3569.7亿元

占全省总额的71.2%

2020年上半年全省招商引资数据

2019年中国河南国际投洽会合作对接会签约仪式现场。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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